
 操作教育訓練⼿冊 ⽬錄 

 操作教育訓練⼿冊 ⽬錄  1 

 聯絡⼈管理  2 
 介⾯ 操作說明  2 
 聯絡⼈名單 群組與分類 說明指南  3 
 將客⼾資料與名單，導入Flagshock操作教學  4 
 進階搜尋條件功能，快速搜尋特定需求的客⼈資料  6 

 創建電⼦郵件廣告系列的步驟教學  7 
 1.設置您的廣告系列  7 
 2. ⾼級設置  7 
 3. 信件內容製作  8 

 設計EDM教學  10 
 先認識我們 Flagshock 美⼯編輯⼯具  10 
 設計編輯器  11 
 圖片置入 操作教學  12 
 文字變換 操作教學  13 
 內建的影像裁切⼯具 操作教學  14 
 超連結種類說明  15 

 追蹤統計數據報告  16 
 數據報告分析  16 
 發送狀態統計  17 
 點擊鏈接  18 

 進階使⽤技巧  19 
 電⼦郵件主旨及內容客製化欄位，讓客⼈覺得你是特別寄給他的信  19 
 如何使客⼾點擊信件內容，直接跳出 客製化 回覆視窗  22 
 如何設置EDM的內嵌超連結  23 

 ©2021⾺太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1 



 聯絡⼈管理 

 介⾯ 操作說明： 

 01 下拉選單  ：聯絡⼈群組與分類，可以⾃⾏建立客⼾名單，並加以分類。 

 02 Email address 搜尋功能  ：可以直接輸入關鍵字搜尋 客⼾的Email 信箱地址。 

 03 新增1位 客⼾資料 與 批量匯入客⼾資料功能。 

 04 進階條件搜尋功能  ：可以設定條件篩選客⼾資料 
 （客⼾狀態：Sent 已寄送的客⼈ /  Reader 打開過信件的客⼈  / 

 Clickers 點擊過超連結的客⼈ / Bounces 被歸類 軟 硬反彈的客⼈ 
 Blacklisted 被加入⿊名單的客⼈  ） 

 05 / 06 / 07 執⾏動作  ：必須勾選客⼾資料才能執⾏動作，可進⾏ 移動到其他名單，複製到其 
 他名單，整理重複資料，刪除資料，加入⿊名單等指令。 

 08 匯出客⼾資料  ：可匯出為Excel . csv 格式，並設定排程匯出資料時間。 

 09 選擇 過濾條件搜尋  ：選擇事先建立好的篩選條件，並進⾏客⼾資料搜尋。 

 10 選擇 要顯⽰在畫⾯上的客⼾欄位，要顯⽰的欄位，請進⾏勾選。 

 拖曳最右邊  按鈕，可以移動欄位的顯⽰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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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名單 群組與分類 說明指南： 

 01 下拉選單：選擇客⼾資料的群組與分類。 

 02 客⼾資料的群組，分類名稱與所在群組客⼾數量。 

 03 新增名單，建立⾃定義客⼾群組。 

 04 執⾏動作：可執⾏複製名單，新增客⼾，下載資料，重新命名，移動名單資料等指令。 

 ©2021⾺太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3 



 將客⼾資料與名單，導入Flagshock操作教學： 

 第⼀步. 選擇導入資料的⽅式。 
 將聯繫⼈導入Flagshock有3種⽅法。轉到“ Contacts”⾴⾯，右上⾓點擊Add Contacts。 

 1.Copy / Paste ，複製和粘貼聯繫⼈，這是⽬前推薦的導入功能，直覺⼜⽅便 – 適合數量⼤ 
 要使⽤複制/粘貼⽅法導入聯繫⼈，請將它們直接複製並粘貼到Flagshock中的空⽩字段中。 

 2.Import Files ，從CSV或TXT文件導入聯繫⼈- 適合從其他管道匯出再匯入 
 您可以導入格式為CSV或TXT文件的聯繫⼈列表。 
 ⼤多數網站後台和ERP等管理系統，允許您將聯繫⼈列表下載為CSV文件。 
 通常，您可以將此文件直接導入Flagshock。或者，您可以下載我們的範例導入文件，將您的 
 聯繫⼈添加進去，然後導入此文件。 

 3. 最後如果您只有要新增⼀位聯繫⼈，可以選擇Add a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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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步，確認資料的欄位與屬性。 

 在此步驟中，您將指明Flagshock如何與您的文件中的數據匹配到Flagshock聯繫⼈列表。如 
 果您已在Flagshock 設置中定義了聯繫⼈屬性，我們將嘗試將您文件中的數據與現有聯繫⼈屬 
 性正確匹配。 
 要將數據與其他聯繫⼈屬性相匹配或將數據標記為“不導入”，請單擊“  聯繫⼈屬性”下拉菜單， 
 然後選擇⾸選選項。 

 您還可以選擇添加新欄位以定義新的聯繫⼈屬性。 

 第三步，選擇⼀個列表匯入聯絡⼈Email名單資料。 
 選擇要添加新聯繫⼈的列表。您可以選擇⼀個或多個現有列表，也可以創建新列表。 

 第4步，選擇加入反垃圾郵件政策協議，勾選同意。 

 點選確認，開始匯入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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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搜尋條件功能，快速搜尋特定需求的客⼈資料： 

 聯絡⼈搜尋過濾管理 
 使⽤它可以根據多個條件識別聯繫⼈，從搜索中創建新列表以及提取⽤⼾信息。 

 單擊“ ⾼級條件搜尋”以打開搜索引擎。 

 可以選擇以下搜索條件，快速搜尋特定需求的客⼈族群： 

 ●  CONTACT TITLE 聯繫⼈屬性  ：電⼦郵件，姓名，職稱等 
 （  透過關鍵字搜尋欄位內資料  ）應⽤：找出同家公司的客⼾， 
 或者找出同種興趣指標的客⼾。 

 ●  Sent 已發送  ：對應於您向特定⽇期或整個時間段發送特定廣告系列或所有廣告系列的 
 電⼦郵件地址 

 ●  Delievered 已交付  ：對應於在特定⽇期或整個時間範圍內實際收到某個廣告系列或所 
 有廣告系列的電⼦郵件地址 

 ●  Reader 打開信件者（或 未打開信件者）  ：包括在特定⽇期或整個時間範圍內打開 
 （或未打開）某個廣告系列或所有廣告系列的收件⼈ 

 ●  Clickers 點擊信件者  ：點擊某個廣告系列或特定⽇期的所有廣告系列或整個時間範圍 
 內的收件⼈ 

 ●  Bounce 軟硬反彈  ：您可以區分硬反彈（⾒下文）軟反彈。您還可以通過在特定⽇期 
 或整個期間選擇特定廣告系列或所有廣告系列來優化搜索 

 ●  Blacklisted 列入⿊名單  ：聯繫⼈被列入⿊名單，原因如下：投訴（您的聯繫⼈已將您 
 的電⼦郵件報告為垃圾郵件），取消訂閱（您的聯繫⼈已要求取消訂閱您的郵件）， 
 硬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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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建電⼦郵件廣告系列的步驟教學 

 1.設置您的廣告系列： 

 01 活動名稱： 
 定義 廣告活動的命名， 
 建議可參考此命名規則：XXX發信者業務 - UK 發送地區與名單 - Sales / News 

 02 主題： 
 這將確定您的聯繫⼈是否決定打開您的電⼦郵件。 

 03 發件⼈電⼦郵件和來⾃姓名： 
 這些允許您的收件⼈快速識別您。他們需要激發信⼼，⿎勵收件⼈打開您的電⼦郵件。 

 2. ⾼級設置： 
 在這裡，我們將重點介紹最重要的⾼級設置：1.4.1⾴眉和⾴腳包含鏡像鏈接（在Web瀏覽器 
 中顯⽰電⼦郵件）和取消訂閱鏈接（您的收件⼈必須能夠取消訂閱），分別。要了解有關⾃定 
 義這些項⽬的更多信息，請單擊此處。 
 1.4.2當收件⼈點擊取消訂閱鏈接時，他們將登陸⼀個⾴⾯，要求他們確認他們的電⼦郵件地 
 址和取消訂閱。您可以使⽤Flagshock默認取消訂閱⾴⾯或⾃定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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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開進階設定，為了要防⽌信件圖片顯⽰不出來的問題，記得要勾選鏡向連結，如下圖 

 3. 信件內容製作： 
 (詳細操作請參照P.10 設計EDM教學) 
 第⼆步是需要最多⼯作並且收益最⼤的⼀步！這是您要設計電⼦郵件內容的地⽅。您將有三個 
 選項：– 設計⼯具： 從頭開始創建新設計 

 –  最近消息：重複使⽤已發送的電⼦郵件 
 – 模板庫：  ⾃定義⼀個專業設計的免費電⼦郵件模板 

 有三種設計⼯具可供選擇： 

 2.1拖放編輯器 
 此⼯具通過拖放文本塊和圖像來創建您的電⼦郵件佈局。然後，您可以個性化這些塊（佈局， 
 字體，顏⾊，按鈕等）以滿⾜您的需求。電⼦郵件使⽤響應式設計呈現，因此顯⽰器可以⾃動 
 適應任何平台：智能⼿機，平板電腦或計算機。我們強烈推薦這個編輯器給那些想要製作專業 
 完成電⼦郵件的非HTML專家。 

 2.2富文本編輯器 
 使⽤此選項可創建純文本電⼦郵件，此⼯具不需要HTML知識，設計結果非常基礎。 

 選擇要寄送的聯絡⼈名單，收件⼈ 
 現在，是時候選擇你的聯繫⼈了。您可以選擇列表並按文件夾過濾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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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以通過單擊“ 禁⽌” 符號來排除列表。該活動將發送給所有選定的聯繫⼈，但標有“禁⽌” 
 符號的列表中的聯繫⼈除外。 

 通過選中“將過濾器應⽤於所選列表”選項，您可以進⼀步過濾收件⼈。 

 4.確認 
 現在您已完成最重要的步驟，即可發送電⼦郵件廣告系列。 
 您可以立即發送，選擇⽇期並讓 Flagshock 在最佳時間發送，或者安排在特定的未來⽇期和 
 時間。 

 可以選擇您上次發送的郵件廣告系列紀錄，或者選擇要查看的結果時間範圍。單擊  “ 顯⽰統 
 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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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EDM教學 

 先認識我們 Flagshock 美⼯編輯⼯具： 

 紅⾊區塊  ：⼯具箱，將您想編輯的內容⽤滑鼠按住，往藍⾊區框拖放即可。 

 藍⾊區塊  ：為廣告電⼦郵件的即時預覽區塊，⼯作畫⾯區塊。⽅便使⽤者了解郵件內容。 

 綠⾊區塊  ：細節內容的進階編輯，網⾴連結設定，⻑寬⾼，字體⼤⼩，間距等等設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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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編輯器： 
 所有⼯具功能，使⽤時直接拖曳⾄ “ 藍⾊區塊” 即可。 

 01 Title 標題⼯具  ：進⾏標題或公司標語時可以應⽤。 

 02 Text 文本⼯具  ：撰寫各種開發信內容，文案編輯⼯具。 

 03 Image 圖片  ：可置入⼀張圖片（寬度建議為  “ 590 ”  ，⾼度不限） 

 04 Button 按鈕  ：可加入 超連結  Link  ，連結⾄官⽅網站 

 05 Social Networks 聯絡資料  ：可加入各種社群連結與聯絡資訊編輯。 

 06 HTML  ：可  輸入網路語法。 

 07 Style1、Style2、Style3 內容模板  ：各種內容版型直接套⽤，只需要更換圖片，標題  與內 
 文。 

 08 Header 信件標頭  ：可放入Logo，並置入⾴籤與連結。 

 09 Footer 取消訂閱  ：供客⼈如果不想收到信件時，可以取消訂閱（系統將⾃動加入⿊名單） 

 10 Divider 分界線  ：可插入不同樣式的分界線。 

 11 Navigation 導航欄  ：可更改文字並在同⼀份EDM內設置內⾴超連結。常搭配(P.22進階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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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置入 操作教學： 

 1. 點擊欲更換圖片的區塊，按下Replace到Content library介⾯，點選New upload可上傳圖片 
 ，勾選想更換的圖片按下Insert，即可完成圖片更換。 

 2. 圖片樣式： 
 01 可調整圖片位置、⼤⼩、間距 
 02 點選可於圖片插入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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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變換 操作教學： 

 1. 選取文字可更改樣式 
 01 可以更改字型、⼤⼩、顏⾊和其他樣式。 
 02 點選可針對選取的文字設置超連結。 
 03 可於文字插入客製化標籤。 
 04 Text settings調整文字位置、背景顏⾊、區塊⼤⼩、間距、外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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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建的影像裁切⼯具 操作教學： 

 1. 點擊 Edit 編輯Icon 

 2. 點擊 裁切 Icon 。 
 3. 勾選 Lock Resolution 鎖定等比例縮放。 
 4. 輸入 寬度590以下的數值。 
 5. 按下 Save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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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連結種類說明： 

 01 Absolute link(URL) 絕對超連結：  可設置官網或網站的超連結 

 02 View in browser 觀賞於瀏覽器：  可設置在瀏覽器觀看的連結 

 03 Unsubscribe link(global) 退訂超連結：  可設置取消訂閱的連結，常設於Footer 

 04 Email link(mail-to) 信箱回覆超連結：  可設置客製化回覆視窗的連結 (⽤法請參  照P.21-如 
 何使客⼾點擊信件內容，直接跳出客製化回覆視窗) 

 05 Click-to-call phone number(tel) 點擊通話超連結：  可設置點點擊撥  通電話的連結 

 06 Relative link( to anchor) 相對超連結：  可設置內嵌超連結，可連結到設有  超連結錨點 08 
 anchor for relative links 的物件 (⽤法請參照P.23-如何設置EDM內嵌超連結) 

 07 Anchor for relative links 相對超連結的錨點：  可設置內嵌超連結錨點，常  與07 Relative 
 link( to anchor)搭配使⽤ (⽤法請參照P.23-如何設置EDM內嵌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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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統計數據報告 

 數據報告分析： 

 ●  點選 Report ，可以查看 每封電⼦報的追蹤統計數據報告。 

 這些績效指標將出現： 

 01 打開率與打開信件⼈數  ：收到信件後，執⾏ 打開信件並閱讀內容的客⼾。 
 02 點擊率與點擊連結⼈數  ：收到信件後，執⾏ 點擊超連結到網站的客⼾。 
 03 取消訂閱：  收到信件後，進⾏ 取消訂閱，不想再收到信件的客⼾。 

 04 打開率詳細數據  ：⼀個⼈打開您的電⼦郵件兩次時，該報告會計算1個打開者，2次打開。 
 05 點擊率詳細數據：  總共點擊⼈數 與 點擊總次數。 

 ●  已發送總數：所選期間內已發送的廣告系列數 
 ●  收件⼈總數：收到您的廣告系列的聯繫⼈總數 
 ●  已打開總數：⾄少⼀次打開郵件的收件⼈總數 
 ●  總點擊次數：⾄少⼀次點擊郵件中的鏈接的收件⼈總數 
 ●  總取消訂閱：收到此消息後取消訂閱的聯繫⼈總數。您仍然可以在列表中看到這些聯 

 繫⼈，但這些聯繫⼈已列入⿊名單（以紅⾊突出顯⽰）並且不再收到您的電⼦郵件。 
 ●  總硬彈跳：由於永久性問題⽽無法傳遞的消息總數（例如，域名不存在，或者電⼦郵 

 件地址的語法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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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送狀態統計： 

 Reciplents 總共發送⼈數 
 Delivered 成功收到信件的⼈數 

 實際收到您的廣告系列的電⼦郵件地址，可以是收件箱中，也可以是垃圾郵件文件夾 

 Soft and Hard Bounced 

 我們區分兩種類型的反彈： 

 ●  Soft Bounced 軟彈跳  – 由臨時問題引起， 
 您將來的廣告系列將發送給這些收件⼈。 
 （例如：收件⼈的服務器不可⽤或收件箱已滿） 

 ●  Hard Bounced 硬反彈  – 這是⼀個永久的問題。 
 這些收件⼈將⾃動列入⿊名單，不再發送您的郵件。 
 （例如：不存在的地址或阻⽌的電⼦郵件地址） 

 在某些情況下，廣告系列投放過程最多可能需要36⼩時。（例如，我們將嘗試提供最⻑36⼩ 
 時的軟彈跳電⼦郵件。）在此期間，您可以看到標記為正在處理的電⼦郵件  。36⼩時後，電 
 ⼦郵件狀態將更新為“已發送”或“退回”（軟或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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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鏈接： 
 最後，通過訪問Clicked Links選項卡，您可以確切地看到點擊了哪些鏈接以及頻率。 

 通過此“熱圖”，您可以快速查看產⽣最多點擊次數的熱區。 

 您可以在⾴⾯底部找到有關所點擊鏈接的詳細信息。 

 導出結果 
 通過⾴⾯右上⾓附近的三個按鈕，您可以導出廣告系列的數據。 

 按鈕1 – 打印您的廣告系列報告 
 按鈕2 – 發送⼀封電⼦郵件，其中包含作為PDF文件附加的廣告系列報告 
 按鈕3 – 將報告導出為PDF或Excel文件。該文件將立即通過電⼦郵件發送到與您的帳⼾相關 
 聯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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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使⽤技巧 

 電⼦郵件主旨及內容客製化欄位，讓客⼈覺得你是特別寄給他的信： 
 只要點選                                        即可快速添加「客製化欄位」 

 ⽰例： 
 通過在您的電⼦郵件主旨中添加個性化標籤 “Dear                               ” ，收件⼈收到該短語後 
 將成為“ Dear ⾺太網路” 

 1. 電⼦郵件「主旨」設定客製化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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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滑鼠游標移在欲添加個性化標籤的地⽅，按下                                       。 

 02 在Insert personalization視窗中，下拉Choose Attribute可選擇想置入的「個性化標籤」種 

 類，按下Insert，即可完成插入「個性化標籤」Ex.”  ” 

 電⼦郵件主旨客製化標籤完成如下: 

 2. 電⼦郵件「內容」設定客製化欄位: 

 01 滑鼠游標移在欲添加個性化標籤的地⽅，按下          。 

 02 在Insert personalization視窗中，下拉Choose Attribute可選擇想置入的「個性化標籤」種 

 類，最後按下Insert，即可完成插入「個性化標籤」Ex.”  ”。 

 電⼦郵件內容客製化標籤完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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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性化寄信，可以讓您的客⼾覺得特別寄給他的，並且提⾼打開率。 
 電⼦郵件越個性化，開放和點擊率就越⾼！ 

 使⽤Flagshock，您可以使⽤聯繫⼈屬性來⾃定義您的廣告系列，並向每個訂閱者發送個性化 
 消息。 可以在主題⾏，收件⼈字段 或 電⼦郵件的內容中 添加 欄位個性化。 

 請記住：需要個性化的內容，請確保客⼾欄位資料，必須要有資料。否則會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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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客⼾點擊信件內容，直接跳出 客製化 回覆視窗： 

 範例： 點擊 “ 我想要找精準的客⼾ ”  直接跳出>> “ 客製化 回覆視窗 ” 

 1. 在圖片、按鈕或文字上點選「超連結⼯具」  ，打開下拉選單，連結類型(Type of link) 
 中，選擇” Email Link(mail-to) ”選項。 

 2. 編輯資訊 
 2 - 1 Email address 輸入：客⼾回覆後，要收到信件的Email 
 2 - 2 Email subject   輸入：客⼾回覆後，⾃定義的標題（建議加入刺激客⼾回覆的⽤詞） 
 2 - 3 Email Body 輸入：客⼾回覆後，內容（建議加入 聯絡資訊等資訊） 
 輸入完成後，按下Update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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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設置EDM的內嵌超連結： 

 範例：點擊”Product 1”直接跳到有內嵌「錨點超連結」的物件。 

 1.  設置超連結的錨點：  設置同⼀份EDM內要「被連結」物件的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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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點選文字上的「超連結⼯具」  ，打開下拉選單，連結類型(Type of link)中，選擇” 
 Anchor for relative links ”選項。 

 02 可在Anchor name命名超連結Ex.”Product 1”，按下Update完成超連結錨點設定。 

 2.  設置相對超連結：  可設置內嵌超連結，可連結到設有超連結的錨點。 

 01 可以拖曳Navigation的物件到編輯畫⾯中，將出現四個Link的文字，Link文字可編輯。 

 02 選取想設超連結的文字，點選「超連結⼯具」  ，打開下拉選單，連結類型(Type of 
 link)中，選擇”Relative link ”選項。 

 03 Target anchor選擇剛剛建立好的連結 ex.”Product 1”，按下Insert，即可完成內嵌超連結的 
 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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